
• 现代以色列是个什么状态？
•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的根源是什么？
• 美国迁移大使馆到耶路撒冷的意义是什么？
• 以色列是如何复国的？
• 以色列复国奇迹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吗？
• 现代以色列仍然在启示上帝的旨意吗？

现代以色列与上帝救赎计划
以巴冲突的根源

【创35:9】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，神又向他显现，

赐福与他，【创35:10】且对他说：“你的名原是雅
各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”这样，
他就改名叫以色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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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色列人口：八百万；阿拉伯国家：三亿七千万



以色列人口：860万
犹太人：75% ，70%在以色列出生
阿拉伯人：20% 
其他种族：5% 
宗教：犹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

特拉维夫 Tel Aviv

海法 Haifa耶路撒冷 Jerusalem 别是巴 Beersheba



• 在研究和开发（R&D）花费指数上，以色列位
居世界第三；

• “第二个硅谷”；
• GDP 列世界28位；
• 全球顶尖企业，包括英特尔、IBM、微软、惠

普、雅虎、Google、Facebook,升阳微系统，
在以色列都有研发中心。在纳斯达克挂牌的以
色列企业数目仅次于美国和中国，超过80家，
包括全球最大学名药厂TEVA，以及著名的国防
承包商Elbit系统。

四大经济支撑产业：
高科技,农业，旅游，
军事。

以色列科技，经济，军事，农业上的成就

面积1/5 肯塔基（Kentucky）



教育成就

• 公民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例为世界最高
之一; 24%的以色列劳动人口拥有大学学
历；

• 在800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中，其中160多人
是犹太人，超过20％，而犹太人在世界上
的人口只占0.3%



现代农业强国 (农业人口不足总人口5%的以色列)



“流奶与蜜之地”（优质水果、蔬菜、花卉和棉花出口国）



以色列国防军现役部队为十七万人，经动员
可迅速增加预备役到七十万人, 使武装力量
总数达到八十万人

现代军事强国

【利24:19】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，他怎样行，也要照样向他行。
【利24:20】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，也要照样向他行。



• 大多数以色列人（无论男女）都在18岁时被征召从军
• 男性的义务役是三年、女性则是两年
• 以色列情报及特别行动局（摩萨德）：

慕尼黑惨案（1972）恩德培行动（1976）

现代军事强国



以巴冲突的根源



以巴冲突的根源



• 2014年6月三名以色列青少年于约旦河西
岸遭到绑架后遇害为导火索；

• 巴冲突造成至少1258人死亡，超过7100人
受伤，约有1.7万名巴勒斯坦人逃离加沙
地带北部的住所

以巴冲突的根源

• 2017年12月6日,特朗普正式美国承认耶路
撒冷为以色列首都。

• 2018五月十四日，美国开放驻耶路撒冷大
使馆。

• 引发以巴冲突；58巴勒斯坦人死亡，1200 
受伤。



•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（即“哈马
斯”）占有加沙地带；

•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（即“法塔赫”）
主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则管治约旦河西岸。

加沙地带

约旦河西岸

戈兰高地



加沙 戈兰高地



应许之地

【创12:1】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
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
【创12:2】我必叫你成为大国。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
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
【创12:3】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
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”
【创12:4】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得也
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。
【创12:5】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得，连他们
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，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。
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
【创12:6】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
那里。那时，迦南人住在那地。
【创12:7】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，说：“我要把这地
赐给你的后裔。”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
华筑了一座坛。

以巴冲突的根源



伊拉克

土耳其

主前2000年左右（夏朝）亚伯拉罕全家出迦勒底的吾珥到哈兰；
主召亚伯拉罕从哈兰进入应许之地（迦南）



【创17:5】从此以后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
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。
【创17:6】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
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
【创17:7】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
立我的约，作永远的约，是要作你和你后裔
的神。
【创17:8】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
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我
也必作他们的神。”

应许之地

【创35:11】神又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
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
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。
【创35:12】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
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。”



【创16:1】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。撒莱有一个
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
【创16:2】撒莱对亚伯兰说：“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
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（“得孩子”
原文作“被建立”）。”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。
【创16:3】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
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。
【创16:4】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她见自己
有孕，就小看她的主母。
【创16:7】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书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，
【创16:8】对她说：“撒莱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？要
往哪里去？”夏甲说：“我从我的主母撒莱面前逃出来。”
【创16:9】耶和华的使者对她说：“你回到你主母那里，
服在她手下。”
【创16:10】又说：“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
胜数。”
【创16:11】并说：“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
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（“以实玛
利”就是“神听见”的意思）。
【创16:12】他为人必像野驴。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
要攻打他。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”
【创16:15】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
起名叫以实玛利。

以实玛利



以撒与以实玛利
【创17:15】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妻子撒莱，
不可再叫撒莱，她的名要叫撒拉。
【创17:16】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
子。我要赐福给她，她也要作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
君王从她而出。”
【创17:17】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：
“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九十岁了，还
能生养吗？”
【创17:18】亚伯拉罕对神说：“但愿以实玛利活在
你面前。”
【创17:19】神说：“不然，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
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
约，作他后裔永远的约。
【创17:20】至于以实玛利，我也应允你，我必赐福
给他，使他昌盛，极其繁多。他必生十二个族长，我
也要使他成为大国。
【创17:21】到明年这时节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，我
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”



• 主前1050年－1010年（西周王朝），扫罗在吉甲建都,在位40年；

• 主前1003年（西周王朝），以色列王大卫（David）打敗耶布斯人，占領

錫安城堡；將当时名为「耶布斯」（Yevus）城改名为耶路撒冷

（Jerusalem）城，定为国都；日后又称其为「大卫城」（City of 

David）。在位40年；

• 主前970年，大卫之子所罗門 (Solomon) 继承大卫的王位，在位40年；

• 主前957年，所罗門建立第一圣殿（Holy Temple）。

以色列王国



大卫城

神給世界十分美麗，九分給了耶路撒冷！神給
世界十分哀愁，九分给了耶路撒冷！



• 主前931年（西周王朝），国家分裂成北方以色列国，和南方犹大国。

• 主前722年，北方以色列国亡于亚述帝国（敘利亚）。

• 主前587-586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（Nebuchadnezzar）占領耶路撒

冷城；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（Babylon，伊拉克）。南方犹大国亡于巴

比伦帝国（伊拉克）。同時，第一圣殿被毀，「第一圣殿期」至此結束。

• 主前538年（春秋战国），波斯帝国（伊朗）征服了巴比伦帝国。

• 主前537年，波斯王古列（Cyrus）善待犹太人，特许被掳至巴比伦的犹

太人重返故土，重建圣殿。

• 主前516年，即大利乌王第六年，圣殿重建工程完成，为历史上「第二

圣殿」。

以色列王国的分裂与灭亡



• 主前331年，馬其頓帝国（希腊亚历山大帝国）崛起，消灭波斯帝国，將巴勒斯

坦纳进希腊帝国版图；

• 主前164年，犹大‧馬加比（Judas Maccabbean）帶領犹太人击败塞琉古王，重

修圣殿，建立短暂的哈希曼王朝（Hasmonean Dynasty），首都建于耶路撒冷，

統治达一世紀之久；

• 主前64年（西汉），罗马帝国（The Roman Empire）入侵。

• 主前63年，罗马將軍庞贝（Pompey）率軍进占耶路撒冷，將之纳为罗马帝国统

治版图。

• 主前37年，罗马统治時期，分封希律王（King Herod the Idumen），希律重修

圣殿。

以色列王国的分裂与灭亡



• 主后66年-135年,犹太人先后两次起义，反抗罗馬帝国暴政，终告失敗；死

亡150多万人；

• 主后70年（东汉），罗马帝国摧毀犹太人的第二圣殿，仅留下西边一道残墙，

即今日之「哭墙」（Wailing Wall），「第二圣殿期」至此結束。

• 主后73年,马萨达战役；

• 主后135年（东汉），犹太人起义激怒了罗馬皇帝哈德良，因此对犹太人施
予最严厉残酷的惩罚：

1. 將犹太人立國之地改名為「巴勒斯坦」，用以羞辱犹太人；因Palestine
乃取自犹太世仇「非利士人（Philistines）」，被定名直到今日。
2.禁止犹太教公开活动，驱逐犹太人出巴勒斯坦，从而結束了犹太民族在巴

勒斯坦生存的历史，犹太人沦为一亡国流浪民族。

以色列王国的分裂与灭亡



马萨达战役



• 主后326年（晋朝），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到耶路撒冷朝圣，发現主

耶穌的坟墓及十字架，乃在其上盖建圣墓教堂。

• 主后380年，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是唯一的合法宗教。

罗马帝国立基督教为国教



• 主后614年，波斯人帝国（萨珊王朝，伊朗)击败东罗马帝国（拜占庭帝

国）占领耶路撒冷城，將城中許多教堂和紀念建築拆毀。

• 主后622年（唐朝前期），穆罕默德（Muhammad, 570-632AD）创立伊斯

兰教（回教）。

• 主后632年，穆罕默德逝世后，伊斯兰教扩張，形成阿拉伯伊斯兰帝国，

入侵巴勒斯坦。

• 主后637年，伊斯兰帝国占領巴勒斯坦，將耶路撒冷改名為圣城（al-

Quds）。在圣殿遺址上建奧瑪回教寺；因为传說穆罕默德是在耶路撒冷

升天；耶路撒冷与麦加、麦地那成为回教三大圣地。

• 主后691年，哈利发奧都馬力（Abd al-Malik）將奧瑪寺改建为堂皇的

圣岩圆頂寺(The Dome of Rock)，又在边上兴阿克莎清真寺（Al-Aqsa 

Mosque）。

伊斯兰帝国占领巴勒斯坦



伊斯兰三大圣地



• 主后1095年，教皇号召十字軍東征；

• 主后1099年，十字軍占領耶路撒冷，將圣岩圆頂寺改为主殿教堂；

• 主后1187年，埃及回教国王撒拉丁（Salah de-Din）占領耶路撒冷；

• 主后1229年，十字軍再度佔領耶路撒冷；

• 主后1244年，埃及回教徒又再夺占耶路撒冷；

• 主后1291年，十字軍完全撤出中东地区，长达兩百年的十字軍宣告結束。

饱受战火蹂躏的耶路撒冷

“神給世界十分美麗，九分給了耶路撒冷！
神給世界十分哀愁，九分给了耶路撒冷！”



• 主后1453年，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（Ottoman Empire）在土耳其崛起，消灭

拜占庭帝国（东罗马帝国），征服君土坦丁堡；

• 主后1520年，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勒斯坦；

• 主后1914-1918年：第一次世界大战；

• 主后1917年，英国自土耳其手中夺取得耶路撒冷；

• 主后1922年，国际联盟委任由英国統治巴勒斯坦。

近代以色列



• 主后1933年，希特勒在德国掌权，大举迫害犹太人；

• 主后1939年，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(1939-1945)，

屠杀犹太人約600万人；

• 主后1942年，犹太人領袖本‧古里安（David Ben-Gurion）

转向美国，寻求支持复国运动；

• 主后1947年，联合国大会11月29日通过决议，將巴勒斯

坦分为以色列国和阿拉伯国，但耶路撒冷交由联合国管

理；

• 主后1948年5月14日，以色列国宣布建国。

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
及以色列国建国



1947年，联合国大会决议
將巴勒斯坦分为以色列国
和阿拉伯国，但耶路撒冷
交由联合国管理。



以色列曾被亚述、巴比伦（伊拉克）、
波斯（伊朗）、埃及、希腊、罗马、
阿拉伯、土耳其和英国9个国家统治过。

主后135年，罗马帝国將以色列人驱逐
出境，將犹太地改名为巴勒斯坦至
1948年以色列建国，犹太人在世界各
地流亡达1800年。

【耶24:9】我必使他们交出来，在天下
万国中抛来抛去，遭遇灾祸。在我赶逐
他们到的各处，成为凌辱、笑谈、讥刺、
咒诅。

圣经预言的应验



以巴冲突的根源

• 信仰之争：以撒与以实玛利之争；

• 居住权（领土主权）之争：

犹太人：上帝给犹太人的“应许之地”，四千多年前已在此居住
阿拉伯人：连续在巴勒斯坦居住1300多年（主后637-1948年）


